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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時起，小區裡停滿了各種顏色的單

車，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這讓我想起父親的自

行車。父親是個熱心腸，大院裡誰需要幫忙，喊

一聲，他就去。隔壁單元新搬來一個鄰居，她大

病一場，落下後遺症，走路半邊身子歪斜，說話

也不很利索。

平日裡，交個電話費，買個藥，有個什麼急

事，她都找父親。他放下手頭的事，蹬蹬蹬下

樓，跨上自行車就飛遠了，他覺得都是鄰居，舉

手之勞。

父親待物待人都很認真，用完車子，回來勢

必檢查、擦拭、保養，有什麼小毛病，自己敲敲

打打，便能侍弄好，這樣騎起來也輕盈。她的對

象，經常過來借自行車，出去買菜，帶桶裝純淨

水，自行車馱着方便。每次他都是打個電話，說

用車子，父親二話不說，跑下樓去，把車子從小

屋裡搬出來，把車鑰匙遞到他手裡，完成交接。

老話說，好借好還，再借不難，可是，他歸還車

子的時候，總是慢慢騰騰，好幾次都是主動問他

要，他才從四樓的樓道窗戶上，將鑰匙扔下來，

連句謝謝都聽不見。

為此，我很有意見，父親說，何必那麼客

氣。一次，兩次……直到後來，有一次用完自行

車，他照例從四樓窗戶裡扔鑰匙，鑰匙鏈上的小

掛飾被摔成兩半。事後發現自行車不知怎麼車胎

癟了肚子，父親急着帶我出門，不得不推着車子

去修理。從那以後，我多有怨言，碰見他發動汽

車出門，低着頭快走幾步，躲開他功利的目光。

如果自行車會說話，一定會替父親打抱不平，我

想。

父親患病後，自行車就被放在二樓樓梯口，

一出門便能望到。時間久了，自行車蒙上厚厚的

灰塵，變得灰頭土臉，好像失去了當年的意氣風

發。有一段時間，家門口的道路施工，這一修就

是大半年的時間，坐公交很不方便，自行車又成

了“香餑餑”，連附近的二手自行車交易市場也

是生意火爆。

那個周末，阿傑帶女朋友出去逛街，過來借

自行車。“都說叔叔的自行車騎起來出快，我也

行過把癮。”他身着白襯衣，臉上堆滿笑容。母

親從家裡拎出一桶水，找來抹布，他從頭到尾擦

了個好幾遍，好像要在女朋友面前一展幹勁，自

行車變得亮，紅光滿面。他滿心歡喜帶着女朋友

出發了，晚上回來已是星星滿天，“叔叔的車子

確實好騎，根本不費勁兒。”物歸原主，他把自

行車又放到樓梯上，小心擺好，他遞過來兩串糖

葫蘆，以表感謝。大口咬着糖葫蘆，酸酸甜甜，

想着父親的自行車，勾起諸多美好的回憶。

第二天，中午來了個快遞，母親收快遞的時

候，還瞥了一眼自行車。大約兩個小時後，出門

倒垃圾，放置自行車的地方空了下來，“壞了，

被人盯上了！”母親滿大院的找，不死心，傍晚

又跑到交易市場上去找，空手而歸。一連好幾

天，父親都不說話，就像弄丟什麼寶貝似的。丟

掉的不是自行車，而是與自行車相濡以沫的絲絲

縷縷往事。

幾年後，阿傑在濟成家立業，有房有車，他

的妻子卻不是自行車後座上的女友。他開車帶我

出去，經常會說起父親的自行車，說起當年的女

友。他還給我背上幾句張愛玲的語錄，“人生最

得意處不在於升官發財，而是你在少年時，騎一

輛腳踏車，轉彎時小撒把，在人家的驚叫聲中濺

起一地的水花，意氣揚揚地遠去了。”我知道，

物是人非，往事並不如煙。

同樣是丟失自行車，有的人或許就能找回，

近日我就讀到這樣一個故事。老張很久不用自行

車了，便給它搞了個告別儀式，朝着自行車鞠了

三個躬，又用紅絲帶將自行車的大樑綁在樓道扶

梯的扶手上，一副“猛虎下山”的姿勢。沒想到

的是，第二天，自行車就不翼而飛，被人偷了。

他想到附近的信託商店，門外是自行車買賣市

場，店裡就有二手自行車的交易。一天，他沒吃

早飯就去了，一心想找回丟失的鳳凰牌28寸男

車。他對自行車情有獨鐘，與他的職業生涯有

關。從郵電學校畢業，他來到郵電所當了名郵遞

員，分配給一輛永久牌自行車，同事小茜分配了

一輛鳳凰牌自行車。有一年，小茜騎車去石景山

送信時，暴雨中被卡車撞倒，因公殉職。

去商店的路上，老張遇見五顏六色的新潮單

車，心生惆悵，他覺得小彩車就像子女，老自行

車就像父母，完全是隔代人。到了商店，他遇見

一個叫春樹的小伙子，他是時光自行車招領中心

的義工，在春樹的引導下，老張參觀了展示廳、

識別廳，根據招領人講的故事可以找回丟失的自

行車。

觸景生情，老張想起了初中班上的同學，患

有小兒麻痹，每天來上學拄着雙拐，很多同學紛

紛伸援手。語文老師佈置作文，題目是《我的願

望》，他寫道：“許多人幫助過我，可是我卻沒

有能力幫你們。我的願望就是希望天上有種金色

的雨滴，當我特別感恩的時候，一個雨滴就會落

到那個好人的肩膀上，出現一朵金色的花兒。讓

他知道有人在感謝他。”

第二天再去信託商店，春樹不在，接待他的

是夏雨，他是時光機械廠的工程師，兼任大學殭

屍自行車義工團的團長，夏雨帶着老張參觀了恍

若“鋼鐵墳場”的大學殭屍自行車，他心生惆

悵。又過了一天，老張前往商店，又結識一個新

面孔一秋愁，他正在給大家講解，“小橙車跑，

小藍車追，小黃車橋下一大堆。”他專門收藏各

種自行車，他幫老張找到當年的同學楊學智，在

“車前子”飯店1號廳精心安排了一場見面。

原來，楊學智是老張要好的初中同學，當

年，學智的父親有輛國產的飛鴿自行車，平日裡

做點小生意，給人家送五香蠶豆，賺錢補貼家

用。自行車是他們家的命根子，他從不借給別

人，卻騎車帶着小兒麻痹的同學去頤和園秋遊。

後來，自行車被偷了，全家人一籌莫展，楊學智

趁黑天爬進隔壁機關大院，偷來一輛自行車，他

對父親謊稱是向老師借的，很快就被學校的便衣

找上門來，謊言不攻自破。

第二天，老張抱着最後的希望赴約，見到了

自己丟失的自行車，並與老同學楊學智重聚首，

他又驚又喜，百感交集，不禁為春樹、夏雨、秋

愁的安排頓感欣慰。

這個故事令我久久回味。找回丟失的自行

車，其實，尋找的是一份集體情感。就像這段話

所說，“當我們物質匱乏的時候，有了錢就有了

車。當我們物質豐富的時候，我們就發現錢之外

的東西可貴了。你使勁地尋找你丟失的車，其實

既不是車把，也不是車輪，更不是車蹬子……你

要找回的是那份情感的寄託。”毫無疑問，自行

車也是有體溫的，有記憶的，他的溫度就是歲月

的濃情，化不開，縈在心頭，變為種種力量；他

的記憶就是生命的容器，多少事，都付其中，化

作感恩的心。

名與利

求學不求分數？
報載有大學市場學系

女副教授因不滿校方擅自

改動她對學生的評分而付諸法律行動，初

審敗訴；她不滿意結果，不惜賣樓賣車上

訴至終審法院，申請最後被駁回。女教授

輸了官司，除律師費外，還要賠訟費。在

今天視樓如命的社會，其勇氣和堅持令人

欽佩。

這位副教授現已退休，她在該大學任

教二十多年，曾獲傑出教學獎，更有前學

生捐款成立以其名字命名的獎學金，反映

其教學獲認可。事件起因是四名兼讀制工

商管理碩士生的投訴，校方在未知會她的

情況下擅自改分數，教授感到其學術判斷

未獲尊重。

由於事件涉及大學行政和評分制度，

以及許多課堂表現等細節，外人難以評

斷，但從中卻可窺視今日大學教育商品

化，也劃破學子“求學而不求分數”的虛

幌。

據報道，六位涉事學生的評分在D+

至C+之間，不算高分，但應合格，校方升

級至C至B-，幅度不算大，卻有遷就學

生、以息事寧人之嫌。

其實，在非一加一等於二的學科評

分，很難有百分百的標準，成績低的學生

對分數不滿也不鮮見。

我曾在幾間大學兼教新聞和專題寫作

逾十年，其間曾試過兩次有分數低的學生

投訴，目的也是要求加分；其中有一個學

期教四個班，人數共一百六十多人，有四

位學生要求覆核分數，有一位拿了B+的學

生更直接發電郵問我：申請覆核後可否加

到A？我差點沒笑出來，但鼓勵她向校方

覆核。

這是學生的權利，我尊重，但不會隨

意更改，除非有重大疏忽。我知道這位學

生平時成績不錯，但期終考試的表現確不

理想，其實，她自己也知道。我對學生的

評分向來嚴謹，無論是平時作業和考卷，

我對每一份都有詳細的批改和批註，指出

優點和不足。所以，要求加分的學生沒

“得逞”。

我們都生活在商品社會，學生希望取

得“好成績”，以便升學或升職，可以理

解，尤其對一些兼讀學生，壓力很大，他

們有時因為加班不能來上課，遲到或早

退，甚至在課堂上睡着了，我在這方面較

寬容。但學生出席率和課堂表現佔一定比

率的分數，為公平起見，要做好平衡。

不過，在“教育產業化”風氣下，加上

有學生評核老師教學的制度，有教師為免遭

投訴而較“鬆手”。所以，學位、學歷貶值

也是今日現象。

作為君子，對於名和

利，有其獨特規矩。猶記

得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

雲。”思旋深有同感，並以此作本人理財

之座右銘。有些人問仁與利兩者是否可兼

得，答案是可以。但亦有持相反道德價值

觀者，是對世上儒家思想價值觀不同之所

致。若以不道德手法求財，不但有損己之

品格，更會影響社會，教壞別人。反之，

如有“仁者愛人”高尚品格就不會執着一

生中追求名與利。

而且，因價值觀差異常與人有爭執

爭拗，社會便不得和諧安寧，舉個例

子，雖貴為議員進入立法會嚴肅之殿

堂，仍有某些反對派議員，常在議會中

搗蛋，甚至拉布搗亂。尤甚者作出“港

獨”之言行舉止，令市民深感不安。這

些不法之議員，應該多讀《論語》，多

學學儒家思想之仁義禮智道德價值觀。

其實，每個國家、每個政府的領導

人，在治國理政方面多加謀略之餘，對於

審慎理財同樣重要。能夠做到為人民謀求

福祉，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人民才能幸

福安寧。當然其中要培養和教育人民，提

高法治文化監察體制改革的全面提速，始

克有成。

中共十九大會議閉幕之後，深化開放

改革使命不變。最近，中國財政部決定擴

大金融業雙向對外開放，銀行業、保險業

等內地企業股份對外資開放不受限制。欣

逢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以及東盟會議兩會召

開，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消息令參與者

振奮。

事實上，中國經濟持續穩中向好，雖

然標普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但亦無影

響到外資對中國前景的看好。世界各國及

外資，全都認為中國將踏入新時代長征

路，一致對中國看好。再加上中國在最近

的外交新姿態受到高度認可和評價，“一

帶一路”的開展，取得更輝煌的成就。中

共十九大精神輻射全世界，影響深遠。由

此看來，中國已成世界經濟火車頭。

香港背靠祖國，亦為國際金融中

心。敏感的香港金融市場同受祖國和歐

美等政經影響，稍有風吹草動，香港市

場也受波動。雖然如此，相對而言香港

仍是穩定的。香港的股市在執筆之時，

恒指穩站二萬九千點，成十年以來之高

點，不過秋天快過去，冬天還會遠嗎？

美國盛行之感恩節11月23日也快到

了，很多美國金融大戶已準備“計數”。

事關今年的美國股市大獲豐收，基金掌舵

人在準備“埋單”獲利然後度假去。香港

當然亦有歐美大戶如此想法，但是近年來

從祖國而來的“北水”與美國的文化有差

異，十二月是否會來一個大跌市抑或暴升

市呢？有待時間證明。無論如何，思旋認

為持盈保泰，錢財袋落袋中才是真的屬於

你的錢。

坐地鐵，旁邊

幾位女士談論的話

題，引起了筆者的興趣；其中一位

身穿運動服飾的女士說︰“TVB今

年五十周年台慶啦！不過我老公話

沒有他的偶像，他不想看喎！”

另一位女士問︰“沒有哪位靚

女藝員呀？”原來那女士的老公心

目中的偶像，並非是邊一位靚女藝

員，而是TVB已故前大老闆邵逸夫

爵士 ︰“我老公好崇拜六叔（大

家對邵逸夫的暱稱） ，覺得六叔

係香港影視圈的巨人，建立自己的

影視王國，同時造就了好多人才、

大明星……六叔係男人心目中嘅

Icon。依家TVB台慶節目都沒以前

那麼好看啦！”

過去數十年來，無可否認TVB

台慶節目，不少觀眾都同樣視為

“大日子”，猶記得十一月十九

日，左鄰右里一家大小，煲好糖水

都坐在電視機前收看，當看到肥姐

沈殿霞一步一驚心地表演“踩雞

蛋”，楊盼盼高空表演高難度功夫

動作，都帶動着觀眾那份緊張心

情，肉緊地緊握自己的雙手、口中

唸着︰“肥姐不要這麼心急，慢慢

一步一步嚟，你一定成功㗎！”觀

眾對節目的投入程度，可見一斑。

不單止是台慶節目令觀眾有着

不少集體回憶，每年的《歡樂滿東

華》也是觀眾非常投入收睇的慈善

籌款節目之一，儘管節目內容沒有

多大變化，觀眾也會慷慨解囊地捐

款支持，陪伴着至凌晨兩三點。

如今TVB已經易主，六叔也

不在了，自然是另有一番新人事、

新作風、新概念……

雖然觀眾心中總覺得TVB的

綜藝節目新不如舊，此感覺筆者沒

有認同與否的立場，只知道電視節

目的變遷及變化，真的存在很多客

觀因素，涉及到經營者的生意概

念，幕後製作人的思維創作，幕前

藝人的表現等等，都直接影響到電

視節目的主題，正如坐地鐵的那幾

位女士說︰“節目好不好看都好

啦！只要是在家裡，電視機都是開

着的，有點聲音，好似多了安全

感！”

開着電視機只聽不看，這也是

觀眾“看電視”慣常的選擇。

電視節目的變遷

香港人最愛舌尖旅

遊，每到外地，看過樣板

景點之後，首先就關注那裡有什麼東西好

吃，有對朋友夫婦，說台灣是美食天堂，

未免過譽，稱之小食天堂就差不多了，飯

店大菜吃厭以後，每到台灣，還是最愛當

地夜市的小食。

事實遍佈台灣南北夜市，都有不尋常

的熱鬧，老實說，大飯店除了舖面堂皇，

也真是佈景之美勝於食，類似汁料配搭的

種種海鮮豬牛羊肉，多吃了也不外如是，

在燈光微弱的豪華飯廳內帥哥美女侍應捧

出半個大碟子盆栽一樣假山上幾隻大蝦，

掃過眼簾幾秒新鮮感之後，對比夜市中燈

火通明大攤檔裡肉厚到擠破外殼的龍蝦，

怎不更加令人垂涎三尺！

當地政府節省能源不遺餘力，入夜後

很多大街大巷也要摸黑走路，只有幾個夜

市大放光明到連路人眼尾毛都數得清楚，

習慣夜宵的香港美食遊客燈蛾，自然知頭

知路“撲火”搵食了。

夜市迷人也在燈色，照明下所有肉食

鮮果無不亮麗，有鱗的鱗甲片片可數，豬

牛羊骨肉纖維可見。

小食名堂多到數之不盡：什麼大腸包

小腸、地瓜球、鼎邊銼、豬血糕、棺材

板、東山鴨頭、潤餅，香港人沒聽過，好

奇，都想一試。

小食原色原味赤裸亮相，不如大菜姿

整到吃了也不知裡頭是什麼肉，這是夜市

小食可愛之處。

各區夜市大同小異也各具特式，台南

花園和嘉義家樂福比較平民化，高雄六合

和墾丁屬遊客必到之處，算是“貴族化”

了，台北士林夜市人潮最旺，拉隊出遊，

不熟環境團友就很容易失散；有些夜市檔

主以中年人為多，有些檔主則十之八九是

年輕人；自我創業的生力軍都斯斯文文，

想是待業大學畢業生，又嫌白領薪酬不

高，索性打本自食其力，對夜市生意淡旺

未免看得比較認真，碰上少人光顧，檔主

臉色總掩蓋不住一絲兒落寞。

台灣夜市遍南北

周末無事，把前幾年的國產電

影《幸福額度》翻出來重看一遍。

電影還沒看完，一位視我為知心姐姐的小妹妹

打來電話哭訴說她和男友在幾次吵架之後終於徹底

分手了。小妹妹在電話裡很疑惑地問，是不是從前

她和男友在一起太開心，所以把她們的愛情都透支

完了？結果沒有等到我的回答，她便自己肯定了自

己的想法，一下子釋然了，莫名其妙地重新開心起

來，掛了電話，也不再需要我的開導了。

想起很久以前看過的一部倪匡小說，書名早已

忘記了，內容大約是說每個人的生命都有一定的配

額，有的人能活一百歲，有的人只能活到五十歲。

於是，有一個由外星人和地球上最聰明的人共同建

立的醫院便開始研究生命配額轉移的方法。

一些對生命配額有需要的，同時又擁有大量金

錢的人士便花錢去購買生命配額：把自己的生命延

長若干年；出賣生命配額的，理所當然的是那些生

命配額很多，但又缺乏金錢的人士，他們可以任意

出賣自己的生命若干年。一時間很多人削尖了腦袋

去找門路出賣生命配額，另一些人則是拿着錢去尋

找生命配額……至於後來轉移生命配額的方法有沒

有研究成功，能不能順利轉移，書中似乎沒有交

代。小說看完，我對生命有“配額”一說，倒是印

象極其深刻。

其實人體的一切都是有配額的吧。譬如人長在

臉上的五官是有一定數量的，人的內臟的心、肝、

脾、肺、腎也是一樣，各種器官的移植，算是一種

最普通的生命配額的轉移。

我的師叔、好友千夫長先生是內蒙古人，他從

小就開始喝酒，一直是酒中豪傑，傳說有千杯不醉

的酒量，前些年突然地就戒酒不喝了。一開始朋友

們還以為他只是短期地戒着玩，耐心等着他“破

戒”的那天。結果，多年過去了，千夫長先生卻依

然滴酒不沾，大家這才相信他是真的把酒戒了。有

人問起來，他豁達一笑，輕描淡寫地說，大概是之

前把這輩子該喝的酒都喝完了。

我從三年前開始吃素。吃素的原因不是想減

肥，也不是因為宗教信仰，只是由於經過短暫的辟

榖期之後突然就吃不下任何的肉食。素食初期，對

於從小就開始肉食的我來說很不習慣，曾經嘗試過

幾次再度把魚、肉吃進腹中，但每次都毫不例外地

上吐下瀉，只好對肉食避而遠之。前不久到內蒙古

參加一個文學活動，禁不住草原羊肉的誘惑，只咬

了一小口，結果羊肉入口即反胃，這才相信自己真的已

經與肉食無緣了。換言之，我的肉食配額已經用完

了。

智慧應該也是有着一定配額的，如此算來，擁

有智慧配額極多的有世人熟知的愛因斯坦、達芬

奇，還有普通人不大知道的美國數學家威廉詹姆斯

．席德思，據說他的智商達到了300，還有《健力

士世界紀錄大全》中有記載的意大利裔美國人瑪麗

蓮．莎凡，她的智商是228。這些有着如此高智商

的人，會不會考慮將自己的智慧配額轉移呢？如若

可以，這世界大約就充斥着各種資質平庸的人，人

類社會大抵就不會再有什麼進步了。

突然想到那位說自己和男友的愛情已經透支完

了的小妹妹。如果一個人的愛情真的已經透支完

了，那麼把另一個人的愛情配額轉移給他（她），

那麼這份愛情是不是還可以繼續下去呢？如果可以

繼續下去，那麼這份愛情還是原來的愛情嗎？而把

自己的愛情配額轉移給了別人的那位，除了不會再

有愛情，是不是同時也把和愛情緊密相連的痛苦也

轉移出去了呢？

當然，世上並沒有那麼多的“如果”，世事紛

繁而有趣，最終可以歸結為一句話：一切都是注定

的。

人生配額

騎進歲月深處的自行車

最近網絡傳來關於健康辯證法的文章，養生專家談健

康，適合的就是最好，大道無道，大養無養，自我理解，自

我把控。有些人一輩子不運動，卻是長壽老人；有些人大魚大肉，又是沒多

大的病痛；有些整天都生氣的，不比沒脾氣的短命……總之，你適應哪種習

慣，就按這習慣生活，我是基本認同的，但也要參考一些科學數據。

身邊有位長輩，今天仍是九十多歲精伶老人，最愛動腦筋，最愛吃紅燒

肉，不愛運動，他的名言是：“食又死，不食又死，我是食極都不死。”相

信這是基因決定了壽命。

比方說，腿不好的不宜跑步和行山上下斜，都是有科學根據的，不宜強

而為之；但如果腿不好的人，喜歡打乒乓球，鍛煉的強度還是可以自我把控

的，只要自己喜歡，就會得到樂趣，從而心理也得到健康。

一直有說雞蛋不宜多吃，尤其是雞蛋黃，拒蛋日子久了，忽然一下子又

說，雞蛋沒事了，多吃可減低患上老人癡呆症，於是雞蛋又重回飯桌上。現

在資訊爆棚，每天都收到很多健康資訊，什麼食物不能吃，什麼食物有危

機，腦袋也混沌了，總之多吃雞蛋也無補於事。

現在不是有研究指人奶的好處嗎？很多職業婦女，無論多辛苦都堅持餵

人奶，理論是吃人奶的嬰兒會比吃奶粉的嬰兒健康，所以奶粉也有“親和人

體”字眼，要向人奶質量靠攏。人奶寶寶是否一定比奶粉寶寶健康，研究是

否絕對正確呢，然也未必。女朋友最近搞小朋友派對，但其奶粉寶寶患了輕

微傷風感冒，可以戴上口罩出席派對，這情況必須通報其他家長自行決定。

結果是，不應邀居多，有的怕傳染，有的也在病患中。

其中有位人奶寶寶，學前從不上遊戲班，就是怕受其他同學感染，但最

近適齡上幼稚園，就感染了病菌，還在家中傳播給其他成員，全家要吃抗生

素，看來病菌也很強勁。

人奶是否萬能，還說不準，當然，我們尊重科學數據，還是認同人奶的

好處，但不必強求，適合自己需要就好。

適合就是好

連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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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士林市場。 網上圖片

■本月23日是美國的感恩節。 網上圖片


